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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秋雨紅樓」劇情大綱 

 

尤三姐隨家人寄居賈府豪宅，卻失去原有的自在與快樂，面對每天的逢迎

奉承、阿腴醜態，心生厭惡，於花園散悶巧遇清新志高青年柳湘蓮，恍若亂草

山崗中一股清流。 

  賈家兄弟賈珍與賈璉無恥下流，賈璉仗勢欺人，毀尤二清白，殺害尤母滅

口喪盡天良，又栽贓嫁禍使尤三與柳湘蓮險些兵刃相見，害湘蓮瑯璫入獄。兩

兄弟故計重施欲奪尤三清白，尤三性烈豈容爾等為所欲為，將計就計、反將一

軍。 

    可恨王熙鳳笑裡藏刀，硬接尤二過府。尤二身懷六甲，熙鳳怕尤二母憑子

貴，鳩佔鵲巢，意欲設計謀害尤二；又逢老太爺賞賜秋桐與賈璉為妾，熙鳳更

是如坐針氈，便設下毒計讓秋桐害死柔弱尤二，可憐尤二悲呀！冤呀！無處

訴……。 

    王熙鳳至獄中挑撥，陷尤三於萬劫不復，製造一連串的合理性，使柳湘蓮

誤以為真，而不容尤三辯白，尤三欲訴無門、欲哭無淚，至此尤三心已碎、念

已絕，何人能還其清白，只有蒼天見憐，鴛鴦劍下踐誓盟，空留遺恨…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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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物表： 

 

尤三姐－－慧黠聰穎又性格剛烈、不喜官場腐氣，崇尚清新自由，隨尤二姐寄居賈府， 

遭人另眼相看，與柳湘蓮一見鐘情，以鴛鴦劍訂情，後因遭人誣衊，百口莫 

辯，為表己志，自刎於鴛鴦劍下。  

柳湘蓮－－為一浪跡天涯的名優，俠士風範、風骨凜然，賈府與尤三初見，相談甚歡為 

其靈氣所動，幾次私會為之動情。後遭賈氏兄弟栽贓入獄，又受王熙鳳挑撥， 

誤認尤三為無情不貞女子，尤三自刎後，悔恨不已……。 

尤二姐－－柔弱無主張，原與張華早有婚約，張家落敗失去音訊，受賈璉調戲玷污改嫁 

賈璉，生下一子，為王熙鳳害死，又遭熙鳳毒手，被逼喝下毒藥身亡。 

賈  璉－－賈府二房、娶妻王熙鳳，風流好色，仗著家大業大，強逼二姐下嫁， 
賈  珍－－好酒貪花之徒，娶尤大姐為妻，與賈璉為兄弟，與其狼狽為奸，意欲調戲三 

姐，被尤三狠狠教訓一頓。 

王熙鳳－－賈璉之妻。專橫跋扈，工於心計，在大觀園內呼風喚雨，儼然一付掌家的氣 

派。無法生育，嫉妒尤二姐生下一子，設計將其母子害死，也是害尤三與柳 

湘蓮反目的主謀，陰沉毒辣。 

秋  桐－－原為太老爺侍妾，後賞給賈璉為妾，個性衝動愚魯，說話毒心腸壞，為熙鳳 

利用，共謀害死尤二與尤三。 

賈  蓉－－賈珍之子，紈褲子弟，成天吃喝嫖賭無所是事，跟著賈珍、賈璉做盡齷齪卑 

鄙之事。 

賈  母－－年輕喪夫，扶養三女成人，因尤大姐嫁入賈家，而往來甚密。尤二慘遭賈璉 

魔掌摧殘，洽為尤母所見，不幸被滅口。 

薛  蟠－－賈家表親，亦是一浪蕩形骸的皇親貴冑仗勢欺人。 

賴尚榮－－亦為官宦子弟、賈府世交。 

衙  役－－看守大牢的獄卒，毒打湘蓮、又受王熙鳳的賄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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歌仔戲劇本「秋雨紅樓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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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場 救美 

人物：柳湘蓮‧尤三姐‧尤二姐‧尤母‧賈珍‧賈璉‧賈蓉‧薛蟠‧賴尚榮 

場景：郊外，轉接賴府大廳 

柳湘蓮△場內唱： 

【唱：大調】飄零異鄉 

△柳湘蓮趟馬走出 

走天涯，壯志滿懷無人知， 

△尤三姐趟馬自左舞台出 

尤三姐： （接唱）三姐獨行享自在，身困繁華嘆無奈。（眉難開）（嘆悲哀）（愁上來） 

△尤三姐驚馬狂奔，柳湘蓮救尤三姐，止住馬奔，尤三姐落馬被湘蓮扶住，尤三姐一陣驚惶

後，忽見一男子救自身，現害羞狀 

尤三姐：哎呀！【唱：七字調中慢板】 

英雄救美一少年，溫雅俊秀風度翩翩， 

氣宇非凡英武展，萍水相逢似有緣。 

柳湘蓮：【唱：七字調中板】 

芙蓉嬌姿艷光采，恍若嫦娥下瑤台， (夾白）小姐！ 

馬已停蹄想必無大礙，小姐妳莫驚，放寬心懷。 

△此時尤二姐與尤母驅車趕到 

尤二姐：（白）三妹！（關心狀）妳有按怎沒？都才看到妳差一點摔落馬， 

我甲母親攏很擔心妳。 

尤 母：女兒！妳有得傷沒？（上下關照著尤三姐） 

尤三姐：沒有啦！阿娘，甲在有這位壯士救我，我才沒摔落馬。 

（撒嬌狀）阿娘，您替我去甲伊謝多謝。 

△尤母打量一下在旁的男子，走向前 

尤 母：這位壯士，小女多蒙你相救，老身在此說謝。（打拱作揖） 

柳湘蓮：伯母，不免客氣，舉手之勞，何足掛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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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S.：走！走！來去賴府飲燒酒。 

△遠處傳來人聲，跟著一群人騎馬走上，為賈珍、賈璉、賈蓉及薛蟠。 

賈 蓉：（偷偷地向賈珍說）哎喲！爸！那不是尤家二美人？！ 

賈 珍：（賈珍笑臉向前）二妹！三妹！你們攏在此！哎喲！我丈母娘也在此。 

△ 柳湘蓮見狀心覺非同路人即轉身而去，尤三姐見柳湘蓮離去急忙追上 

尤三姐：喂！喂！ 

△尤二姐阻止尤三姐，回過身遇上賈璉，賈璉直視尤二姐，令尤二姐心覺尷尬 

尤二姐：璉二哥。（向前施禮） 

賈 璉：莫非是尤家二妹？！ 

△賈璉還禮，兩眼直瞪瞪地注視尤二姐 

薛 蟠：哎喲！看上了！看上了！ 

△薛蟠打斷了賈璉的好氣氛，賈璉不悅 

薛 蟠：人講你們賈府的人，沒一個正經，這次去賴尚榮伊府中飲酒看戲， 

我看看戲是假，看⋯⋯人（指尤二姐、尤三姐）才是真。 

賈 璉：（面紅身赤，略為生氣）薛爺！你是吃酒醉是否？滿口酒語！ 

薛 蟠：哎呀！你們兄弟不通在那假正經，腸仔肚在想什麼，我攏知！哈！⋯⋯ 

△尤三姐見他們行事言語十分不悅 

尤三姐：蓉兒。 

賈 蓉：三姨，啥事？（殷勤狀） 

尤三姐：甲恁三姨馬牽著，我們要坐車先來去。 

尤 母：是啊！查某囡仔，騎什麼馬，還是坐車卡對。 

尤三姐：（故意解釋）阿娘，我是想講坐車卡安靜，卡沒聽到一堆亂七八糟的話 

(看著那群男人），不堪入耳。 

阿娘、二姐我們先行。﹝尤三姐與尤二姐同車先行﹞ 

賈 珍：三妹、二妹！你們等我們一下！蓉兒緊走。 

△賈珍見三女眷駕車而去趕緊招呼其他人趕快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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賈 蓉：是。 

薛 蟠：（無賴漢狀）行！行！行！沒行沒出名，來去賴府看小姐。 哈！⋯⋯ 

     (一行人到賴尚榮府中) 

尤三姐：蓉兒！向前叫門！ 

賈 蓉：是！三姨仔！ 

△賈蓉向前朝門內喊 

賈 蓉：喂！喂！賴老爺！⋯⋯  (賴尚榮出) 

賴尚榮：原來是四位⋯⋯ 

△賴尚榮語未完，薛蟠上前搶話 

薛 蟠：賴仔⋯ 

賴尚榮：（賴尚榮回應）薛爺！ 

薛 蟠：你怎麼這麼說話？什麼「四位」薛爺！他們三個姓賈，我姓薛，你若講「四位」薛

爺，那麼他們三個不就成了我兒子了嗎？！ 

賈 珍：喂！你怎麼這樣講話！（賈家三人不悅） 

賴尚榮：（賴尚榮打圓場）來！各位請進來！（見尤家三人） 

喲！還有三位女眷，真是歡迎！歡迎！請入來。  

△一行人全進賴府坐定 

薛 蟠：喂！賴仔！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我們給你磕頭祝壽。 

△薛蟠行跪拜大蛤蟆禮，眾人見他行事粗魯皆不悅，賴尚榮受此大禮，忙向前扶起 

賴尚榮：不敢當！ 

薛 蟠：來呀！你們大家都來呀！蓉兒你也來呀！ (欲拉大夥磕頭) 

賈 璉：（嫌棄狀）這成什麼體統！ 

△尤三姐見俗氣難耐，忍無可忍起身欲離去 

尤三姐：真是討厭！姐我先進去。 (下場) 

尤二姐：三妹！ 

尤 母：女兒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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薛 蟠：喲！大美人走啦！ 

△賈璉怕尤二姐、尤母離去，忙招呼） 

賈 璉：二妹、親家母！你們可不能走，稍等一下，賴兄要請我們大家看好戲呢！ 

賈 珍：是啦！賴兄，今日有什麼好戲通看？ 

賴尚榮：有！是柳湘蓮扮演的「雅觀樓」。 

賈 蓉：是柳湘蓮呀！（開心狀）他扮的戲齣我尚愛看！ 

賴尚榮：請大家到花廳吃宴席，吃飽咱們就看戲。 

薛 蟠：好！好！走！走！先去吃一頓粗飽粗飽的。 

賈 蓉：吃完卡看戲！ 

薛 蟠：沒！（話中有話的指賈家二兄弟及尤二姐）是看好戲！ (下場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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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場 觀戲 

人物：柳湘蓮‧尤三姐‧尤二姐‧尤母‧賈珍‧賈璉‧賈蓉‧薛蟠‧賴尚榮 

場景：賴府花園 

△在賴府尤三姐自左舞台出，對內作不悅狀，再觀看花園景色，一吐新清） 

尤三姐：【唱：初一十五】 

綺羅豪宴難平靜，奉承巧語說不停， 

    清竹艷花難同種，委身香榭覓清閒。 

  (白：)哎！自我大姐嫁乎賈珍為妻了後，我甲二姐與母親就搬入賈府，甲人看 

顧門戶。搬入賈府了後，才知這賈府空有虛名，卻是腐朽靡爛污穢的所 

在，無奈寄人籬下，只好勉強吞忍。今天是賴尚榮壽誕之日，我們姐妹 

與母親也必須來這陪席。都才（剛才）酒宴之上，全是些侯門貴富， 

這嬌貴之氣，實在令人難以忍耐，所以我一個人走出來，來去花園喘一下氣，正是。  

（引：）厭惡席間嬌富丑！ 

柳湘蓮：（接引）新花廊下嫩草香！（柳湘蓮自左舞台出） 

尤三姐：（驚訝狀）啊！你不是⋯⋯恩公！ 

△ 尤三姐怕太冒失忙施禮 

△ 柳湘蓮示意阻止尤三姐施禮 

柳湘蓮：大姐！不必多禮！ 

尤三姐：若非恩公你相救，小女子怎能安然無恙，請受我一拜！（慎重向前施禮） 

柳湘蓮：大姐！妳如此大禮，在下怎當擔得起？  

△ 忙扶起三姐，二人對眼，尤三姐見羞 

△ 為解尷尬，柳湘蓮忙問 

柳湘蓮：大姐，妳敢是賴府的貴親嗎？ 

尤三姐：恩公！小女子姓尤，人稱三姐，與母親甲姐來賴府拜壽，只因宴席 

之間都是嬌貴之氣，難以忍耐，不才來花園吞氣散心。 

柳湘蓮：既是如此，何不早早回去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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尤三姐：不呢！我既然來到這，我就要忍耐到看完戲才要回去，聽講是名優柳 

湘蓮要搬演呢！我若沒看到，就無彩我忍耐到這陣。 

△柳湘蓮忙謙虛地說 

柳湘蓮：哎呀！那是什麼名優，三姐一看只當掃興而歸。 

尤三姐：（否定柳湘蓮之言）耶！那柳湘蓮可說是大名鼎鼎呢！ 

我若能看到他的戲，那才算講是我的福氣！（期待狀） 

柳湘蓮：哎呀！受三姐誇獎，愧不敢當！ 

尤三姐：莫非你是⋯⋯ 

柳湘蓮：在下就是柳湘蓮！ 

尤三姐：哎呀！（驚喜狀）小女子有眼不識泰山，冒昧了！ 

柳湘蓮：不敢當。 

尤三姐：柳公子！我看你性情直爽，不求聞達，為何要為那個賴尚榮一班人獻藝助興呢 

△清笑搖頭淡淡吟出⋯⋯⋯ 

柳湘蓮：【唱：吟詩】  

遊雲身輕傲天邊，翠柳妍艷草綠青， 

        玩世不恭懷孤憤，寄情歌舞樂天真。 

△將心情態度溶於詩句中，若有若無 

呃！後會有期（作揖，下場） 

△尤二姐自左舞台出 

尤二姐：【唱：七字調中板】 

三妹厭俗離酒宴，恐失禮儀親朋前， 

  非是喜愛富貴殿，寄籬難堪有誰憐。 

尤二姐：三妹！  

尤三姐：姐！ 

尤二姐：三妹！酒宴就還沒散，你怎麼自己一個人跑出來？ 

尤三姐：姐，（解釋狀）那酒宴上都坐一些富貴之人，講的都是一些矯揉作態的言詞，我聽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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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甘苦，尤其是還有幾個無賴漢在裡面，眼神動作都很不禮貌， 我凍不住，不才走

出來。 

△尤三姐愈說愈覺委屈與不悅，尤二姐向前勸解 

尤二姐：我們不要去理他們就好，他們也不能對我們怎麼樣啊！顛倒是妳半途離席， 

卡無禮貌，有失⋯⋯ 

尤三姐：（搶話）姐！我只求心清舒坦，不想要忍耐污穢上身⋯⋯（欲徑自離去） 

尤二姐：三妹！（尤二姐阻止） 

△尤母出場 

尤 母：女兒呀！ 

尤二姐：母親來了！ 

尤 母：妳們不要走太遠，等一下，就要在這花園裡面搬戲了。 

尤三姐：在這？阿娘！（撒嬌地問）等一下，是不是柳湘蓮要搬演？ 

尤 母：是啊！ 

尤三姐：我就知道！（顯現開心、期待狀） 

△賈珍等一行人出場來自花園 

賈 珍：喲！丈母娘！妳們先來了。  

△薛蟠喝醉酒，糊里糊塗跟著說 

薛 蟠：喲！丈母娘！妳們先來了。 

賈 珍：（教訓薛蟠）這是我們丈母娘，不通胡八叫！ 

薛 蟠：（無所謂的回答）誰的不是共款，計較這麼多。 

△賈珍滿臉笑容向尤家二姐妹打招呼 

賈 珍：二姨妹！三姨妹！ 

尤三姐、尤二姐：大姐夫！（二姐妹回禮） 

薛 蟠：二妹、三妹來！來！咱來這看戲！ 

△薛蟠胡亂拉著二女眷，賈璉忙將薛蟠拉開 

賈 璉：喂！男女有別，你去坐彼邊，蓉兒，甲薛爺扶過那一邊！  



歌仔戲‧秋雨紅樓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 

賈 蓉：是！二叔！薛爺！來這坐！來這坐！（扶著薛蟠落座） 

薛 蟠：坐那裡不是一樣。 

△ 一伙人全入座，尤三姐對薛蟠行為不悅，叫賈珍問話 

尤三姐：大姐夫 

賈 珍：三姨妹！ 

尤三姐：那個是什麼人？ 

賈 珍：他是薛家公子，薛蟠。 

尤三姐：他怎麼這麼討厭！（生氣） 

賈 珍：（打圓場）他喝燒酒醉了。 (回座) 

△示意尤三姐坐下看戲，此時鑼鼓聲起，眾人看戲叫好，柳湘蓮扮上戲出台走邊 

柳湘蓮：【唱：將水】 

奮起雄威英名盛，賊兵逢俺膽顫心驚， 

男兒圖畫凌雲姓，今日圖個功成定。 

△柳湘蓮邊唱邊舞動，眾人叫好，尤三姐觀戲激動莫名，柳湘蓮演完由右舞台下場，眾人連

聲叫好，五位男子跟著下場，尤三姐獨立台上現感動欣賞模樣 

(眾人叫好) 

尤三姐：呀！【唱：都馬調中慢板】 

      觀此戲，不由我心情繚亂， 

         我看他，眉宇之間英氣非凡， 

    一霎時，引得我柔腸百轉。    

△尤三姐陷入沈思想像若能與此英雄結為秦晉那該多好，完全沈迷於甜蜜想像中， 

尤二姐見三妹想得出神，上前叫醒 

尤二姐：（白）三妹！ 

尤三姐：（唱）使得我羞人答答，有話難言。 

△忽被叫醒，怕自己失態，不禁紅暈滿面 

尤二姐：三妹是怎麼看甲這入神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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尤三姐：姐姐！他唱得太好了！（故意解釋至他處） 

△賈珍、賈璉、薛蟠上場，賈珍徑自接尤三姐話語 

賈 珍：他是大名鼎鼎的柳湘蓮，當然是唱得好啊！ 

尤三姐：大姐夫！他都才是唱什麼戲齣？ 

△尤三姐好奇地問，賈珍正想回答，不料賈璉搶著說 

賈 璉：是雅觀樓。 

尤三姐：喔，是雅觀樓。那按呢下一齣呢？ 

△賈珍又想回答，又被賈璉搶話 

賈 璉：那有下一齣，已經唱完了，散戲囉！ 

尤三姐：啊？！唱完了喔？（失望狀） 

尤 母：女兒呀！天色不早了，咱應該轉來去客房休息一下了。 

尤三姐：散戲囉？（尤三姐自顧口中直唸，依依不捨狀） 

尤二姐：三妹，咱來去休息吧！ 

△尤二姐拉著尤三姐與尤母下場，尤二姐忽覺賈璉眼光直視自己，覺得不自在） 

賈 珍：丈母娘、二妹、三妹順走！細膩 

賈 璉：親家母、二妹、三妹順走！細膩 

△二人殷勤地關心，直至尤氏母女下場，逕自觀著三人背影 

薛 蟠：好！演得好！好！好！（薛蟠說著醉話，還在稱贊剛才的戲） 

賈珍、賈 璉：嗯，好！好啊！（二兄弟看著尤家姐妹背影也回應說好） 

薛 蟠：我是講都才那個柳湘蓮演得好！你們兩個是講什麼好？ 

△兩人回過神來，自我解釋狀 

賈 珍：戲扮得好！ 

賈 璉：演得太好囉！ 

薛 蟠：哼！別裝蒜了！假仙！你是不是看得那兩個姑娘呀，心肝頭在癢了？ 

賈 珍：胡八講！那是我們的親戚！（裝生氣） 

薛 蟠：親戚？哼！你們這兩隻饞貓（好姑貓），那不是（如果不是）肖想尤家那兩隻魚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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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才輸你！ 

△兩兄弟被如此批評，十分生氣。 

賈 璉：豈有此理！我們走！ 

賈 珍：我們走！（二人下場） 

△薛蟠對著二兄弟背後捏著自己鼻子故意說 

薛 蟠：哎喲！臭腥味喔！（下場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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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場 摧花 

人物：賈璉、賈蓉、賈珍、尤二姐‧尤母‧柳湘蓮 

場景：賴府客房 

時：夜 

△賈蓉、賈璉二人到賴府客房，賈璉叫賈蓉上前叫門 

賈 蓉：二姨、三姨！   

△尤二姐出 

尤二姐：蓉兒什麼事情？ 

賈 璉：二妹！ 

尤二姐：喔！璉二哥也來了！ 

賈 蓉：阮二叔特別是來看二姨甲三姨的。（話中有話狀） 

△尤二姐請賈璉入內，二人落坐 

賈 璉：（殷勤關心）不知二妹、三妹住得甘有舒適？ 

尤二姐：多謝二哥關心，一切都合人意。 

△賈蓉逕自掀開床簾找看有人否。 

賈 蓉：二姨！怎麼沒看阮三姨？ 

尤二姐：三妹講要去找母親，順便去花園散心。 

△心想賈蓉真沒有禮貌，但也只能硬忍下來，賈璉見只有尤二姐一人在屋內，施于言語引誘 

賈 璉：哎呀！三妹也真正是（也真是的）⋯怎可以放妳一個人孤孤單單無人陪伴。 

（些微責備） 

△賈璉用眼神示意賈蓉離去 

賈 蓉：（識趣）二叔！我先去找阮爸，你等一下就要來。 

賈 璉：喔！（賈蓉下場，只剩賈璉與尤二姐兩人，尤二姐十分尷尬） 

賈 璉：二妹！恕為兄冒昧，張家可有消息？ 

尤二姐：⋯⋯. 

△尤二姐被問及心中事，心覺委屈，但也不便多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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賈 璉：哎！張華也真不是款（太不像話了），竟然甲阮二妹的終身放著不管， 

無消無息！二妹！為兄真為你擔心啊！ 

尤二姐：小妹自小就許配乎張華，成婚只是早晚而已，雖然他們張家家道中落， 

但是我相信不多久，他們就會有消息囉！有勞二哥關心，小妹感激不盡！ 

賈 璉：不過歲月、青春是不凍等待啊！ 

△藉機碰觸一下尤二姐試探她的反應，尤二姐輕輕避開 

賈 璉：像二妹妳這般花容月貌，怎禁得起長期的等待？萬一張華若三冬五冬無來迎娶， 

一旦年華老去，二妹妳是要如何是好啊？！ 

尤二姐：這⋯⋯ 

△尤二姐心想事情真會如賈璉說的那樣嗎?賈璉見尤二姐心已動搖，便加把勁道 

賈 璉：二妹！【唱：求婚】 

    無情歲月太可恨，年華老去實堪憐， 

      辜負青春芙蓉面，為兄願為惜花人。  

尤二姐：【唱：說媒】 

    姻緣本是天註定，耐心等待好親晟， 

    是好是歹我運命，有勞二兄費心情。 

賈 璉：【唱：說媒尾】 

      對妳意愛在心田，，同水鴛鴦樂如仙， 

      （夾白）二妹！（賈璉忽拉住尤二姐的手）（唱）我們溫柔鄉中共纏綿。 

△ 強拉至懷中，尤二姐推開 

△ 賈璉再也按奈不住，露出饑渴狀 

賈 璉：二妹！妳就答應妳二哥，可憐我為妳朝思暮想、日思夜夢⋯.. 

尤二姐：二哥，我⋯⋯ 

賈 璉：我一定會乎妳幸福，會甲妳惜命命，如寶貝燙疼入心 

△賈璉緊緊抱住二姐 

尤二姐：璉二哥！你！⋯⋯你要做什麼？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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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再度推開賈璉，一不留神跌倒在地，賈璉一箭步上前，踩住尤二姐的衣裙，使其動彈不得。 

賈 璉：二妹來！安慰安慰你二哥寂寞的心，甘知我是多麼甲意妳 

△拉尤二姐的手輕輕撫摸其白晰的皮膚 

賈 璉：來、來、來⋯⋯哈！哈！⋯⋯ 

△賈璉欲強暴二姐，尤二姐直呼救命 

尤二姐：不要過來！⋯⋯來人啊！⋯救命啊！ 

△此時柳湘蓮聞聲而至，見賈璉強拉住尤二姐，便將賈璉推開， 

柳湘蓮：璉二爺！你是要做什麼？！竟然要污辱良家婦女！ 

△賈蓉也趁混亂進入 

賈 璉：你是什麼身份？！敢多管閒事！ 

賈 蓉：二叔免驚伊，我們兩個甲伊強下去（教訓之意） 

△三人開始扭打 

△賈珍聞聲進入客房，見三人扭打，拿起身旁花瓶，擊向柳湘蓮頭部，柳湘蓮昏死地上 

尤二姐：柳公子！ 

△尤二姐哭叫，衝向柳湘蓮，賈璉趁勢抱住尤二姐 

賈 璉：大哥這邊就交給你了！（指著柳湘蓮） 

賈 珍：哈！⋯⋯你好好逍遙吧！另外一個要留乎我喔！（意指尤三姐） 

賈 璉：（了解狀）當然！當然！  

△ 尤二姐死命掙扎，賈璉愈抱愈緊，賈蓉一付看好戲的樣子，賈珍見狀叫賈蓉離開 

尤二姐：你甲我放開！你甲我放開！ 

賈 璉：二妹，來啊！⋯⋯哈！⋯⋯ 

△ 尤二姐胡亂咬了賈璉一口 

賈 璉：哎喲！ 

△賈璉鬆手，生氣地打了尤二姐一巴掌，笑意全失，將其上衣扯下，猛地拉住尤二姐在地上

拖，拖入牀舖，將尤二姐強行污辱。 

OS.：【唱：蓮花鐵三郎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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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辣手無情折花枝，可憐弱女受人欺， 

      風雨摧殘尤家女，落花凋零有誰悲。 

△一陣尖叫聲後，尤二姐衝出牀舖，無助悲愴地哭喊 

尤二姐：天啊！【唱：望月詞】 

    皇天啊！天昏地暗人茫茫，殘花無顏見張郎， 

        孤女何辜受染污，蒼天啊！不如白骨往西方。 

△賈璉滿足地撩開牀簾，整整潦亂的衣服，見尤二姐哭泣，安慰尤二姐 

賈 璉：二妹！不通哭了！我們也不是外人囉！應該高興才是啊！ 

△等在一邊喝了好幾杯的賈珍也有意無意地安慰幾句 

賈 珍：是啊！我們這樣叫做親上加親啊！⋯哈！⋯⋯ 

尤二姐：你們⋯⋯  

△ 尤二姐羞慚不已，欲尋死被二人阻止 

尤二姐：讓我死！讓我死！⋯⋯（大哭） 

△尤母聞聲進入，見尤二姐衣冠不整，十分緊張地問尤二姐 

尤 母：是發生什麼代誌？女兒妳怎麼穿這樣？！ 

尤二姐：母親！璉二哥他們⋯⋯他們玷污女兒 （嗚⋯⋯） 

尤 母：什麼？！（指賈二兄弟）你們敢做出這種事來！竟然糟蹋我的女兒！我⋯⋯ 

我跟你們拼了！  

△尤母打賈家二兄弟、掐住賈璉的脖子、賈璉情急，拔出昏倒在旁的柳湘蓮的劍，刺死尤母 

尤二姐：（大叫）母親！你們竟然殺死我的母親！我甲你們誓不兩立 

△胡亂猛打賈璉，賈璉因失手殺死尤母，六神無主，任尤二搥打 

賈 璉：大哥！這要按怎？⋯⋯這要按怎？⋯⋯ 

△ 反手抓住尤二，忙求原諒 

賈 璉：二妹！我知道我不對，我是失手才會誤殺親家母，不過我對妳是真心的， 

妳一定要相信我！我真正會娶妳為妻，甘講妳要乎妳未來的丈夫去坐牢嗎？ 

△賈珍見狀也忙安慰尤二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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賈 珍：是啊！二妹！岳母會死完全是意外，妳已經失去母親了，甘講還要失去丈夫嗎？ 

賈 璉：二妹！我會為妳安排妥當，為妳建造新厝，乎妳安安穩穩，不免等那個無消無息的

張華，我們在外面，另外建立一個美滿家庭，妳講好嗎？ 

尤二姐：這⋯⋯ 

△尤二姐被二兄弟言語攻勢，一時也失去主意，難下決定，賈珍見尤二猶豫，便搧動尤二姐

為賈璉生子進入賈府 

賈 珍：二妹！妳二哥的某王熙鳳也不生不蜉，妳若為妳二哥生下一男半女，妳就可以成為

正室囉！ 

賈 璉：是啊二妹！嫁我！為我生男養女，我保證妳後半世人，絕對有享不盡的榮華富貴！ 

△尤二姐心意動搖，前途、母仇，兩相為難，無法下決心，只顧抱著母親不斷哭泣。 

尤二姐：不過⋯母親⋯⋯嗚⋯⋯ 

△賈珍見賈璉手上的劍問 

賈 珍：二弟！你剛才用的是誰人的劍？ 

賈 璉：是柳湘蓮的。 

賈 珍：那按咧！殺死我丈母娘的是⋯⋯ 

△示意可栽贓殺人兇手為柳湘蓮 

賈 璉：是⋯⋯是柳湘蓮！（明白狀） 

尤二姐：你們⋯⋯（暗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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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場 冤獄 

人物：柳湘蓮‧尤三姐‧獄卒二人 

場景：空台轉牢獄 

△場內唱 

尤三姐：【唱：散板】 

       可恨哪！ 

△尤三姐帶劍圓場出台 

     【接唱：緊疊仔】 

       怒沖沖，心中怒火沖上空，恨賊子，將我騙 

     【接唱：陰調】 

       心狂火烈難平靜，害我母親命喪生， 

       枉費對伊情無窮，黃泉路上要伊同行。 

△圓場下場，接柳湘蓮被獄卒亂棍打出 

柳湘蓮：【接唱：福碌陰調】 

無情刑棍點點落，皮裂肉開加金鎖， 

      湘蓮冤枉受煎熬，何端因由我惹此災禍。 

△一陣棍打，柳湘蓮昏厥一旁，幽幽唱出 

      【轉唱：七字調慢板】 

      全身痛疼血淋漓，頭昏目暗難支持， 

       空有一身傲骨氣，英雄末路奈何天。     

△三姐上場，拿銀兩打發獄卒下，見柳湘蓮昏倒一旁，心不忍欲上前抱住， 

但想起其為殺母仇人，又生怨恨，兩情交加，難以平衡 

尤三姐：柳郎！ 

△柳湘蓮見尤三姐到此，忽生希望 

柳湘蓮：三姐是妳嘛？！ 

尤三姐：（斥責）賊子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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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【唱：串調】 

       咬牙切齒我叫賊子，你比豬犬也不如， 

       輕薄姐又殺我母，枉我為你來費心緒， 

       惡賊子、天可誅，恨不得將你來斬除。 

△邊唱邊拿劍殺向柳湘蓮，一陣你來我往，柳湘蓮抓住尤三姐，見其持鴛鴦寶劍，悲傷唱出 

柳湘蓮：【唱：七字連空奏慢板快板交接唱】 

眼看鴛鴦寶劍我心傷悲，叫聲三姐啊！ 

尤三姐：（加快）你太無恥！戲弄我的感情，又將姐來凌欺， 

柳湘蓮：（轉慢）從何來說起？（疑問狀） 

尤三姐：（加快）不免擱虛言假語， 

柳湘蓮：（轉慢）妳劍鋒相對是痛我心扉， 

尤三姐：（加快）恨不得咬你的骨、喝你的血，將你心肝挖開， 

柳湘蓮：（轉慢）花前盟誓甘講妳忘記， 

△ 聽聞花園誓言一事，三姐心生一驚，想起兩人前塵往事，場燈漸暗，顯出另一兩人剪影，

雙雙對對，在花前月下，這二人唱道： 

【唱：絲線調】 

二人：誠心跪落求太陰 

      湘蓮三姐月下結瑟琴 

   女子：死願同穴生同枕 

   男人：明月清風同此心 

   女子：愛伊清風傲骨俠士性 

   男人：愛伊溫柔靈巧可愛情 

   二人：愛伊知我憐我同心境 

      愛伊愛我此愛共誓山盟 

△ 二人正沈浸在愛的天地裡，忽傳來一陣慘叫聲 

ＯＳ：母親，你醒神啊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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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轉燈亮，二剪影忽去，沈在過去的尤三姐回過神來，眼見面前的冤家不禁咬牙切齒 

【接唱：七字連空奏快板】 

尤三姐：（加快）花言巧語、花言巧語，引我沉迷， 

          騙我真情，使我對妳無懷疑， 

柳湘蓮：（轉慢）漏室遇雨不勝欷歔， 

尤三姐：（加快）你人衣禽獸，也擱假仙假意。 

柳湘蓮：(白)我柳湘蓮一生磊落，不徇枉途，想不到會胡里胡塗入獄受刑，叫天不靈，叫地不

應，如今又⋯⋯（指尤三姐）又被三姐妳刀劍相逼，我是何等心碎又怨恨。  

尤三姐：怨恨？你也會怨恨？！（不恥狀）哼！你是怨恨什麼？ 

柳湘蓮：怨恨這世上無純潔正義之事，（指尤三姐）無天真無邪之人，我柳湘蓮算前半世人白

活了，竟然分不出黑與白，誤解妳是知心、同伴之人，我錯了！（懊悔） 

尤三姐：柳湘蓮！我才是目賙青眠（瞎了眼睛），誤以為你是正人君子，行俠仁士，你甘知，

自落馬被救了後，我就對你動了真情（回憶當初狀），花園觀戲更加傾心，早就芳心

暗許，所以大膽約你花園相會，盡吐情意，這鴛鴦寶劍也是你講愛要乎我的定情信

物，我以為從今以後，我終身有所依靠，誰知你，（發怒）才甲我定情盟誓，轉身卻

去調戲我二姐，調戲不成，反倒轉將我的母親殺害，你狼心狗肺，良心何在！ 

柳湘蓮：什麼？我調戲你二姐？殺害你的母親？（驚疑） 

尤三姐：哼！你還擱在彼裝青，我母親就是死在你這支鴛鴦劍下，賊子！ 

△ 欲殺柳湘蓮，將劍架於柳湘蓮頸下，卻不忍下手 

尤三姐：我⋯⋯我恨你！嗚⋯⋯（欲殺柳） 

柳湘蓮：【唱：都馬調慢板】 

      尤三姐，請妳相信我對妳是真心真意， 

        花園誓言，我銘記在心，毫厘不移。 

△徒手拉尤三姐的劍，劍鋒刺過手心，血流如注，尤三姐見狀大驚，急棄劍為柳湘蓮包紮 

      自小四海飄零，孤單無依， 

是妳三姐為我送來寒冬錦衣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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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一股溫情我感激不盡， 

喚起浪子的心想要回頭重起門楣。 

      獨雁無依，突遇錦巢，只盼甲妳永結鸞儔， 

        不怕嬌凰屈居浦柳， 

效彩蝶，雙雙穿花叢人間遨遊。 

△拾起寶劍回顧當初 

      鴛鴦寶劍家慈親託於臨終， 

尋找護劍賢妻要我常記心胸， 

      為贈卿信物，我回房取劍經過西牆，誰知就此受災殃。 

（轉快板）迴廊西邊響起吵鬧的聲音， 

我循聲快步來到客房不避夜深， 

        忽見賈府璉爺非禮妳二姐，將伊雙手後擒， 

為救釵裙我奮身不顧客房入侵。 

我高罵賈璉與賈蓉，欺凌女流太不該， 

        賈珍聞聲也來到客房內， 

不為勸和卻同狽狼材， 

      將房內花瓶摃向我的額頭， 

〈轉慢板〉我昏昏沉沉倒向塵埃。 

        幽幽暗暗我無辜被囚，皮鞭血棍相逼無由， 

      （指著尤三姐幽恨唱出）游絲尚存我為妳而留，  

〈轉散板〉誰知盼來冰冷無情，我空嘆怨尤。 

△尤三姐聽完柳湘蓮的告白，百感交加 

尤三姐：【唱：都馬散板】 

      聽伊說出淒楚血淚，三姐如同頂轟五雷， 

      母親、二姐、柳郎，他們為何會遭受鬼匪， 

      莫非另有賊人胡作惡為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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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【轉唱：都馬調】 

      三姐輕聲叫柳郎，烏雲罩天終有細縫會通， 

      你莫再怨天怨我，暫且心情寬放， 

      三姐我定助你脫困再作遊雲高鴻。 

合唱：（收都馬尾） 

      你我同請，鴛鴦寶劍， 

情真意堅，金石重如山。 

△兩人將寶劍捨起，再次互贈信物 

尤三姐：柳郎，事已至此，我已心內有數，想必賊子是賈家兄弟，是他們陷害你的。 

柳湘蓮：但是令堂被殺之事，我全然不知，為何會甲此事有關，看來只有⋯⋯ 

尤三姐：只有什麼？ 

柳湘蓮：問妳的姐尤二姐。 

尤三姐：嗯，你講的沒不對，只有二姐知影事情真由，好！此事交乎我， 

我定要查得水落石出。 

柳湘蓮：（叮囑）三姐，湘蓮受囚不要緊，只求身清氣潔。 

尤三姐：柳郎我明白。我會盡力而為，在獄中你要保重，千萬要支持下去。 

柳湘蓮：妳放心！但願早日得到妳的佳音！    （三姐下場） 

△ 兩人依依不捨，柳湘蓮望著尤三姐下場 

△ 暗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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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場 鬧酒 

人物：賈珍、賈璉、尤二、尤三姐、賈蓉、王熙鳳 

場景：花枝巷賈璉尤二姐新居所 

△賈珍上場 

賈 珍：我兄弟賈璉，自從娶尤二姐了后，就在外面安家，甲王熙鳳兩頭為大， 

每天有美人抱在懷，全然忘記了我這個媒人公，（生氣）哼！真不夠意思， 

（忽想起）嗯！聽講賈璉這兩天乎伊那個兇某王熙鳳管住住（管緊之意）， 

不凍走出門，我就趁這個機會，替伊去甲伊水某尤二姐看看咧！  

△走一圓場到尤二住處，整冠、抖袖、上前叫門 

賈 珍：有人在家嗎？有人在家嗎？ 

尤二姐：請稍等。 

△ 尤二姐自左舞台出，門開見賈珍 

尤二姐：原來是大伯，請坐。 

△引賈珍入內入座 

賈 珍：二妹，看妳滿面紅潤色光，生活一定過得不錯，為兄我講就沒不對，嫁我二弟， 

保證妳後半世人錦衣玉食、沒煩沒惱，我這個媒人一點也不騙妳！（自誇狀） 

尤二姐：多謝大伯，等待阮夫君回來，我們夫婦一定好好甲大伯你答謝！ 

賈 珍：阮二弟還沒回來呀！（不懷好意的冷笑一下）那按咧不就冷落妳這個美人某 

（用言詞挑戲尤二），不要緊，兄弟事共一家，換我來陪陪二妹，解一下悶咧！ 

△受賈珍輕薄，尤二姐不知如何自處，又不好得罪叔伯 

尤二姐：大伯！你大廳請坐，我⋯⋯我先回房去了。 (下場) 

賈 珍：（見尤二下場，反笑嘻嘻）回房？恰恰好！反正二弟不在，我就來去甲美人在 

房間仔內開講開講，嘿嘿，二妹，我來呀！ (下場) 

△賈珍下場後，尤二姐忙驚惶出台 

尤二姐：【唱：六角美人】 

      夫君出外未轉回，大伯入房來非禮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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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賈珍出台 

賈 珍：人講夫妻是相欠債，小弟欠來兄來賠。 

△與尤二姐拉拉扯扯，尤三姐上場在門外心情煩悶 

尤三姐：(接唱) 

      柳郎冤情未平反， 情緒不定心頭煩， 

△尤二姐被迫衝出房門，遇到尤三姐 

       姐為何大氣喘，面色青黃為那般？ 

（白）是發生什麼代誌？（關心詢問） 

尤二姐：（唱）賈珍非禮軟弱女，輕言薄語來調戲 

△尤三姐聞聽大怒，衝入房門指責賈珍 

尤三姐：（唱）可恨恁賈家兩兄弟，欺凌女子太無恥，也不甲我死出去。 

△將賈珍推出門外，賈珍生氣往回走，適遇賈璉回來 

賈 璉：大哥你怎麼來了？來，來，來，入內坐。（拉住賈珍欲往屋內） 

賈 珍：坐？！哼！（生氣）你美人一得到手，就全忘記我的代誌了！ 

賈 璉：這⋯⋯(想起以前曾允諾的話)喔！大哥免煩惱，二個姐妹攏在我家， 

要東時（何時）愛就來呀！何必按咧氣噗噗咧！ 

賈 珍：喂！順嘴的你已經吃到了，那個辣的要留乎我，我們說好的喔！ 

賈 璉：沒問題！看我的。  

△二人進入 

尤二姐：夫君，你回來了！ 

賈 璉：夫人，我回來了！（賈璉見尤三姐沒好氣，忙上前陪笑臉）啊！三妹！ 

賈 珍：三妹！（賈珍也陪笑作揖，尤三姐生氣不理） 

賈 璉：夫人，難得我大哥也來，你趕快去準備酒菜，我甲大哥要好好喝一杯。 

尤二姐：是，我緊去準備。  

△尤二姐下場，尤三姐見尤二姐離也欲離去，卻被賈璉攔住 

賈 璉：三妹！大哥二哥想要甲妳飲一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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尤三姐：這⋯（尤三姐驚疑）⋯ 

△尤二端酒菜上，將酒菜擺好，賈璉滿臉笑容對尤二姐甜言蜜語 

賈 璉：夫人，妳如今身懷六甲要好好休息，為我賈璉生一個好后生，去，妳先回房去睡。 

尤二姐：夫君我⋯⋯（見尤三姐）那按咧三妹伊⋯⋯ 

賈 珍：三妹有我們呀！  

△尤二姐忽覺事情有蹊蹺，要尤三姐離去，豈知尤三姐已氣極敗壞， 

想看看這兩兄弟到底齷齪到何種地步，示意尤二姐離開，尤二姐無奈下場 

尤三姐：【唱：搖板】 

為柳郎我憤氣未平，慇兄弟又來攪水擾清靜， 

       三姑娘我今天無好性，愛慇知影虎本形。 

賈 珍：三妹！來，來，來，請坐主位！（殷勤狀） 

尤三姐：怎樣？我坐主位啊？ 

賈璉、賈珍：對對對！請坐主位。（二兄弟堆滿笑臉） 

尤三姐：大姐夫、二姐夫，那按列，我就不客氣囉！  

△尤三姐拿蠋燈點燭，婀娜多姿的身影，映著燭光，叫兩兄弟看得目不轉睛 

賈 璉：三妹，咱只是飲酒作樂，何必點這麼多的燈火？ 

尤三姐：喔！（反諷）原來你們賈府的人，攏喜歡遮遮掩掩，在暗中做代誌嗎！ 

賈 璉：三妹愛說笑了，請坐！請坐！  

△三人落坐，賈璉倒酒，尤三姐故意一舉而盡 

二人：哇！三妹好酒量，好酒量！ 

△賈璉再酙酒，故意為賈珍拉紅繩 

賈 璉：三妹，來甲阮大哥飲一個雙杯如何？ 

尤三姐：怎樣？！要我甲大姐夫飲一個雙杯？ 

賈 珍：雙杯！ 嘻⋯⋯雙杯！ 

△賈珍難掩心中開心，笑得眼睛都瞇成一直線，尤三姐見此二兄弟污穢狀，怒火又上 

尤三姐：【唱：七字調快板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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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我心中正忍一團火性，慇卻來添柴增火升， 

      若無狠心橫面來告警，要保我清白就萬不能。 

（白）大姐夫，我敬你，我甲你飲一個雙對杯！ 

賈 珍：雙對杯！雙雙對對，萬年富貴 哈！哈⋯⋯ 

△被美人一撒嬌，全身酥軟 

尤三姐：飲啊！ 飲啊！  

△尤三姐故意不小心將酒潑到賈珍身上 

      哎呀呀！真對不住！我真沒細膩， 

△尤三姐再酙酒，對著賈璉 

      二姐夫，你有興趣嘛甲我飲一個雙杯 

賈 璉：我？⋯⋯好！好！好！為兄正想要甲三妹喝一個交對杯！ 

△沒想到美人青睞，賈璉色性也起。 

尤三姐：喔！交對交對一下，來，來！ 

△尤三姐又將酒潑到賈璉身上 

尤三姐：哎呀！我一定是飲酒醉，才會拿杯不細膩， 

△尤三姐酙酒，更嬌嗔地對賈珍叫哥哥 

尤三姐： 來，哥哥，咱擱來飲一杯！ 

賈 珍：好，好！來飲一杯！ 

尤三姐：你好好甲我飲！  

△硬潑酒，再加賞賈珍一巴掌，打完賈珍帶著尤三姐眼瞪著賈璉 

尤三姐：二姐夫，擱來換到你！ 

△賈璉見情勢不妙，忙阻止 

賈 璉：三妹，我不凍飲了，不凍飲了！ 

尤三姐：二姐夫，你真不給我面子，來，大姐夫攏飲落，你怎會凍不飲 飲！ 飲！ 

△尤三姐硬塞酒杯給賈璉，賈璉接杯不得，尤三姐硬是潑酒，又一巴掌 

     【怒唱：七字調快板】  



歌仔戲‧秋雨紅樓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8 

      我怒罵賈璉與賈珍，休要軟土深掘看錯人， 

      阮二姐軟弱受你勾引，陷入你賈家萬丈深坑， 

 

三奶奶我心腸硬如金，笑恁狗目青瞑枉費心， 

要我甲恁將酒飲，熊豹不驚我偏入山林。  

尤三姐：來，大姐夫！這杯飲落去。 

賈 珍：我⋯⋯我不要飲了。 

尤三姐：不要飲？不飲也不行！飲！飲！飲！（潑酒） 

尤三姐：來，二姐夫！這杯乎你！ 

賈 璉：三妹！我知影妳真厲害，妳就饒我吧！（求饒） 

尤三姐：哎喲！只是飲一杯酒而已，講什麼饒不饒的，甘講我親像你厝內那個母夜叉 

王熙鳳呀？！ 

賈 璉：她伊那會凍甲三妹妳比咧！ 

尤三姐：既然不像就飲啊！飲啊！飲啊！ 

△又潑酒，賈珍、賈璉見尤三姐惹不得，雙雙欲溜走，尤三姐斥喝 

尤三姐：轉來！你們要去刁位？ 

賈 珍：（害怕狀）三妹，我要來去轉了（回家）。 

賈 璉：是啊！三妹，我們不要飲了。 

尤三姐：（冷笑）怎樣？你們不要飲了？！（怒）恁祖媽我還沒飲煞咧！給我轉來！ 

△將賈珍賈璉拉回，並脫去外衣，跳到席案上 

    【唱：慢頭】 

看我三姐 

【唱：轉新慢頭尾】 

獨自飲 

△尤三姐執酒壺猛喝，喝完後擦乾嘴唇露酒意 

      （白）大姐夫！我有水（美）否？（妖嬌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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賈 珍：水！水！ 

尤三姐：二姐夫！我有妖嬌否？ 

賈 珍：有⋯有⋯ 

△二人紛紛求饒 

尤三姐：不敢？哼！你們攏甲我坐下！ 

△將二人推回座位，尤三姐又耍酒瘋，嬌柔地對賈珍 

      大姐夫！（坐在賈珍大腿上）你會熱否？！ 

賈 珍：嘿⋯⋯熱、熱⋯⋯ 

△賈珍感受美人的體溫不禁又失控 

尤三姐：來，我甲你脫衫。 

賈 珍：我自己來！我自己來⋯⋯ 

△尤三姐脫下賈珍外衣 

尤三姐：二姐夫！你嘛來，穿這麼多做什麼！多麼不自在，你嘛脫下來！ 

賈 璉：我自己來，我自己來 

△尤三姐輕易地脫下賈璉外衣，拿著二人衣服尤三姐得意一笑，便大聲喊叫 

救人喔！姐姐！來人啊！救人喔！救人喔！姐姐！姐姐！ 

二人：（驚惶）三妹！不通喊！不通喊！ 

△尤二聽見呼叫自外衝入，只見二兄弟忙穿衣服的狼狽狀 

尤二姐：三妹！發生啥米代誌？！ 

尤三姐：大姐夫、二姐夫非禮我！（假哭） 

尤二姐：你們⋯⋯你們竟然用共款的手段來對付我的小妹，你侮辱我一個人不夠， 

甘講連我小妹也要下毒手！你們太過份了！ 

      【唱：漢調】 

啊！淫賊色徒太無恥，又出爪牙將人欺， 

      侮辱二姐清白女，玉質被逼染污泥， 

       殺我母親何殘忍，又將罪名移禍他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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尤三姐：是他們陷害柳郎伊？ 

      【唱：反】 

尤二姐：是他們殺害咱母親， 

尤三姐：殺母之仇不共戴天， 

尤二姐：還我無暇清白身， 

二 人：愈想愈嗟愈怨恨，此仇不報非為人。 

△二姐妹你一言我一句地指責賈家二兄弟 

尤三姐：（白）姐，我要告官，為咱母親報仇，替姐以及柳郎洗清冤枉！ 

賈 璉：（忙阻止）三妹！我已經娶妳二姐為妻了，伊也懷有阮賈家的骨肉，妳若告官，妳 

二姐是要如何站起呀（立足）？ 

賈 珍：是呀！如今有柳湘蓮一個人擔罪，妳二姐夫不免死，妳二姐終身有靠，  

你母親阮也已經甲伊好好安葬了，何必為了咱這小小家內事，冤甲去告官咧！ 

尤三姐：（怒）住口！你們這些無恥之徒！做這種傷天害理的代誌，擱汙賴我的柳郎強 

姦殺人之罪，我若無去告官，乎你們這班惡徒受制裁，還柳郎一個清白， 

我絕不罷休。 

△賈璉見尤三姐鐵了心要去告官，反求尤二姐 

賈 璉：夫人！ 

尤二姐：哼！我委屈求全，忍辱吞聲，沒想到反倒轉引鬼入宅（引狼入室），差一點我的小妹 

也慘遭侮辱，事到如今，我也顧不了這麼多，我要上衙門指證你們！ 

△此時王熙鳳和蓉兒上場，在門外聽得清清楚楚 

賈 珍：（賈珍勸尤二姐）二妹！不通衝動！想卡遠的，今天是我們兄弟不對，我給妳會失禮

（道歉），妳沒看我們的面子，沒你嘛看在你腹肚內的囝仔，不通告官啦！ 

賈 璉：夫人！千錯萬錯是我的不對，妳嘛看在夫妻份上，以及咱未出世的幼子， 

我后次不敢了，三妹！（對尤三姐）也沒（要不）我想辦法將柳湘蓮甲創（弄）出

來，還妳一個完完整整的柳湘蓮，不就好了嗎？ 

△王熙鳳與蓉兒進屋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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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熙鳳：哎喲！那會這呢熱鬧！  

△賈璉見賈蓉帶王氏到此，將賈蓉拉到一邊問 

賈 璉：蓉兒，你那會帶你二嬸來？ 

賈 蓉：紙包不住火，二嬸攏知了。（不敢違抗狀） 

王熙鳳：你如果若敢吃，就要知影通擦嘴 

△對賈璉指責，看見尤二姐，上下不屑地打量，尤二姐見王氏不禁有些膽怯 

王熙鳳：妳就是尤二姐嗎？！ 

△尤三姐怕王熙鳳對尤二姐不利，忙護著尤二姐 

尤三姐：妳想要按怎？ 

王熙鳳：哎喲！你們不通狗咬呂洞賓，不識好人心，我這個好小妹（熱情地拉著尤二）， 

姊姊我自嫁乎咱們那個澎肚短命後，唯一遺憾就是無生下一男半女，今好了， 

妹妹你身懷六甲，是祖公仔有保佑，所以我特別來接妹妹回府，通乎我好好照顧妳！

（好心狀） 

尤二姐：這⋯⋯ 

△尤二姐疑惑，但對王熙鳳威嚴產生害怕，不敢抗拒她的意思，賈蓉連忙勸尤二姐 

賈 蓉：二姨、三姨，我二嬸講的沒不對，作伙搬回來賈府，要相找嘛卡方便！ 

賈 珍：（賈珍見風轉舵）是啦！搬過府！搬過府！一家人總是要住作伙呀！ 

△尤三姐見尤二姐被控制住，又全部的人都異口同聲，心想不妙，正想扭轉情勢就被王熙鳳

搶話止住 

尤三姐：你們⋯ 

王熙鳳：蓉兒，請妳三姨甲你們這個小二嬸上車過府！ 

賈 蓉：是。小二嬸，請！（暗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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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場 定計 

人物：王熙鳳、賈蓉、秋桐、賈璉 

場景：賈府、賈璉住所 

△王熙鳳出場 

王熙鳳：【唱：日出東山】 

         牡丹堪稱花中王，嬌艷郁香冠群芳， 

         怎知命運來作弄，嫁乎賈璉這風流郎。 

         暗珠偷懷尤二姐，獻媚妖惑小妖精， 

         眼中硬刺錐心痛，若沒拔除我心未定。 

△賈蓉興奮地自外走入 

賈 蓉：二叔！二叔！啊！二嬸，妳有在家喔！ 

（遇王熙鳳轉身想走，被王氏叫住） 

王熙鳳：蓉兒！找你二叔是要做什麼？講乎你二嬸聽看咧！ 

賈 蓉：啊就⋯⋯哈⋯⋯沒啦！沒代誌啦！（欲言又止） 

△王熙鳳生疑再威脅的問 

王熙鳳：蓉兒，你尚好對二嬸照實講，若乎我查出什麼來，你就會青笑青笑。 

賈 蓉：這（害怕狀）⋯⋯二嬸，沒啦！我只是來甲阮二叔送姑娘仔來而已。 

王熙鳳：姑娘仔？ 

賈 蓉：是秋桐姑娘啊！這是老太爺賞賜乎阮二叔的，講要乎阮二叔做⋯⋯做小姨的。 

王熙鳳：什麼？！ 

賈 蓉：（忙解釋）二嬸，這是老太爺賞賜的，甲我沒關係，我只是替二叔送伊來， 

想要討一些⋯⋯賞的，嘿嘿⋯⋯。 

△既是老太爺賞賜下來的，王熙鳳也沒辦法，無奈地說 

王熙鳳：好了！好了！你叫秋桐入來，你就先回去。 

賈 蓉：二嬸，啊這賞銀⋯.. 

王熙鳳：哼！這是你二叔在好康，你不會去甲伊拿啊！ 

△指責賈蓉錢要得不是時候，賈蓉只好自認倒楣白跑一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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賈 蓉：是是⋯⋯   （下場） 

△王熙鳳愈想愈不安，愈想愈著急 

王熙鳳：哎呀！【唱：撲燈蛾】 

        尤二事情未解決，平地無風又生事端， 

秋桐入府來擾亂，分明刀劍前後來貫穿， 

聽講秋桐歹性地，冤家吵鬧加舉給（鬧事之意）， 

我若沒設法將她壓落底，她們兩個聯手我正房權利得愛退得愛退， 

△正惱無計可施，不服輸的性子，使他想好好對付這兩個敵手 

哼！我鳳姐也不是省油燈，她們蚯蚓敢惹我青龍， 

我就用刀堵劍互殷爭， 

乎殷（他們）刀毀、劍斷我才來收兵來收兵。 

△王熙鳳打定好主意，坐等秋桐到來 

△秋桐上場，一副自傲模樣，見王熙鳳不情願地行三個禮 

秋 桐：（白）參見二奶奶！ 

王熙鳳：（殷勤）哎喲！秋姑娘！晟久不看（很久不見），越來越美了， 

今天我得愛叫妳一聲秋妹妹了！ 

秋 桐：二奶奶，不敢當！是我秋桐有福氣，會凍來甲二奶奶作伴，（驕傲狀）雖然我是老 

太爺直接賞賜下來的，也不過我嘛知影輕重，二奶如果有什麼代誌盡量差遣，我秋

桐攏會聽二奶奶的（有口無心）。 

王熙鳳：（滿臉笑容）真是我的好妹妹！啊⋯⋯不對！是三妹！（強調） 

秋 桐：三妹？（疑惑）這是按怎講？ 

王熙鳳：（無奈狀）妹妹！妳就來得太慢囉！在妳之前，我們二爺就在外面甲我們娶一個如花

似玉的姨太太了！ 

秋 桐：什麼？！是什麼人？（著急） 

王熙鳳：就是尤家二姑娘，尤二姐啊！ 

秋 桐：尤二姐不是早得許配乎張華嗎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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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熙鳳：（提高嗓門）哎喲！人腹肚攏有啊！擱管什麼有許配人也沒許配人。 

秋 桐：哼！只怕是先有後嫁吧！（生氣） 

王熙鳳：不管是先有也是先嫁，人腹肚內的囝仔可是二爺的親骨肉，看得這點， 

連我嘛愛讓伊三分。 

秋 桐：（理直氣壯）怕伊什麼？！二奶奶妳是明媒正娶的，我是正正當當老太爺賞賜的， 

伊尤二姐是算什麼！分明就是狐狸精麻，我秋桐天不怕地不怕，會驚伊這隻狐狸？

我們試看麻才會知。（使出潑辣勁） 

△王熙鳳見秋桐上鉤，心正喜，再加把勁激怒秋桐 

王熙鳳：哎喲！我這個好小妹，妳嘛麥這麼歹性地，愛細膩，人伊是二爺心愛呢！ 

妳若惹得伊，可能日子就不好過。 

秋 桐：看誰人會不好過！（秋桐氣得快跳腳） 

王熙鳳：哎！ 

△王熙鳳嘆了口氣，端了一碗湯走向門口，欲出門） 

秋 桐：二奶奶你要去刀（去哪裡）？ 

王熙鳳：我是要捧這碗燕窩湯來乎彼個新奶奶吃，哎！我就是怕人講我苦毒新來的， 

不才要做卡好的。 

△秋桐沒想到尤二姐如此跋扈，想去削削她的銳氣 

秋 桐：哼！這尤二姐太過份了！二奶奶，這湯乎我捧去就好，我嘛通好來甲那個新二奶奶

打一個招呼啊！  

王熙鳳：秋妹！妳去那裡講話就要卡控制的。（軟語相勸） 

秋 桐：放心！我會晟控制。（說得咬牙切齒）  （秋桐下場） 

△王熙鳳見秋桐中計端湯離去，忍不住得意大笑 

王熙鳳：哈哈⋯【唱：便調】 

       憑我小小三兩句話，弄乎伊秋桐憨憨旋， 

       諸葛孔明我再用計，要殷鬧甲狗跳雞飛。 

△賈璉自外垂頭喪氣回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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賈 璉：惹熊惹虎麥（別）惹得恰查某，尤三姐每工（天）吵甲我退無路， 

       我大某王氏擱愛吃醋，哎！男人實在真甘苦。  

△賈璉進門，見王熙鳳轉身欲出 

王熙鳳：（白）轉來！怎樣？看得我就想要走嘛？！ 

賈 璉：（滿臉陪笑）我一個好夫人，妳誤會了，我想妳就來不及了，怎會麥走？ 

△甜言蜜語地挨過去想搥背，伸手不打笑臉人，王熙鳳見賈璉獻殷勤也就再次原諒他了 

王熙鳳：嘴擱晟甜按怎？妳那個小姨來了！ 

賈 璉：是秋桐嗎？伊那會這早到，不等我去接伊⋯... 

王熙鳳：（酸言酸語）喲！才到位就想麥找新人哪是否？ 

賈 璉：沒啦！夫人，我先聲明，這秋桐不是我自己找的，是爹親賞賜下來的。 

（一付與我無關的樣子） 

王熙鳳：我知！不免結甲（假裝）這清高，如此一來，你享盡齊人之福， 

早慢會忘記我這個正房某啊！ 

賈 璉：怎麼會呢！（再度施展對女人的功力）夫人，妳永遠在我心目中攏是尚重要的， 

妳是妻，她們是妾，要怎麼樣甲妳比咧？ 

王熙鳳：（被逗笑了）哼！希望你要知通守本份，卡差不多就好！ 

賈 璉：這是當然⋯⋯哎！（嘆了口氣） 

王熙鳳：怎樣？一下子來了兩位嬌娘侍候你，那會擱吐大氣？ 

賈 璉：夫人妳有所不知（吐苦水），尤二姐的小妹尤三姐，一日到晚甲我跟緊緊，講什麼 

要告官啦！講要報伊老母的冤仇，講什麼要替柳湘蓮洗清罪名啦⋯⋯ 

哎！乎伊纏甲有夠煩死！ 

王熙鳳：這攏是你愛風流作得來的！死好！ 

△見王熙鳳說風涼話，賈璉忙求夫人幫忙 

賈 璉：哎喲！夫人！妳那通講這種話，好歹妳嘛替我想一個辦法，我每天乎伊按呢纏， 

沒死嘛起笑（瘋了）！ 

王熙鳳：你不是答應講要替伊甲柳湘蓮救出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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賈 璉：講是按呢講啦！我怕甲柳湘蓮創出來了後，伊兩個會擱不甘願，聯手真正去告官，

那按呢我不就擱卡衰！ 

王熙鳳：喔！怕伊們會聯手嘛？ 

△想一想忽有主意了 

      哼！我有一個主意，會凍乎伊親家變冤家，到時陣伊們相冤就未赴，那 

會來告你咧！ 

賈 璉：是什麼辦法？妳緊講啊！（意出望外） 

王熙鳳：好事不通講太大聲，你附耳過來，如此如此⋯⋯這般這般⋯⋯ 

賈 璉：嗯！好，好，好！哈！哈⋯..。 

△ 賈璉愈聽愈覺得可行，不禁得意笑出聲  

△ 燈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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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場 誆柳 

人物：柳湘蓮‧獄卒、王熙鳳、秋桐 

場景：牢獄 

△大牢裡，獄卒在旁喝酒，柳湘蓮口渴難奈，急於找水喝 

柳湘蓮：水、水⋯⋯. 

△見獄卒手中的水酒，上前央求 

獄卒大哥，你會凍乎我一杯水否？ 

獄 卒：水？（不屑狀）柳大爺！你以為(叫是)遮(這裡) 是飯樓酒店是否？講要啥得有啥！ 

柳湘蓮：獄卒大哥，我柳某是含冤被囚，早晚會被釋放，懇求大哥賜小弟一點仔茶水， 

來日我自當報答你的恩情。 

獄 卒：哈哈⋯⋯釋放？呸！柳大爺，你甘知是什麼人甲你抓來關的？任何人只 

要落在榮寧二府的人的手頭，想要脫身，哼！下世人啦！哈⋯⋯ 

△ 王熙鳳和秋桐進走進牢房，秋桐手提酒菜籃子，獄牢見有人來此，不由分說直嚷嚷 

獄 卒： 喂！妳們是什麼人？！那會凍青菜（隨便）來遮？ 

秋 桐：我是賈府的人，她就是賈府的少奶奶，王熙鳳，你甘不曾聽過？ 

△獄卒一聽王熙鳳大名，連忙陪罪，請王熙鳳上座，卑躬屈膝地 

獄 卒：啊！原來是少奶奶，失敬失敬！不知少奶奶來遮，對小的有何差教？ 

王熙鳳：我想要小兄弟行一個方便，乎我甲柳湘蓮柳壯士講一下話。 

獄 卒：這⋯⋯（為難狀） 

王熙鳳：當然阮不會減你的禮數。   

△王熙鳳示意，秋桐把錢塞給獄卒，獄卒見錢眼開，忙將錢收入袖口 

獄 卒：哈哈⋯⋯少奶奶你們就在遮好好的講，小的就不打擾囉！  (下場) 

△秋桐見坐臥一旁的男子，欲上前問話，但柳湘蓮滿身的臭腐酸氣衝鼻，使秋桐不敢向前，

王熙鳳不得已鼓起勇氣對著背著他的男子，作揖招呼 

王熙鳳：柳壯士。 

柳湘蓮：⋯⋯ 

△柳湘蓮不應不答，秋桐見狀沒好氣上前叫喊 

秋 桐：柳相公，阮鳳少奶奶特別來看你。 

柳湘蓮：（冷冷地）柳某甲兩位姑娘互不相識，何況你們是賈府的人，有道是話不投機半句 

多，請兩位回去吧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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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連背都不回地答話，王熙鳳勉強耐著性子再與柳湘蓮對話 

王熙鳳：壯士，千萬不通拒人於千里之外，我是受人之託，特別來看你的。 

柳湘蓮：柳某不才，沒那種資格高攀賈府的人，更沒親友在賈府之中， 

可能是姑娘認不對人囉！ 

王熙鳳：柳壯士，別人你可能不認識，也不過⋯尤家的人，你應該真熟才是啊！ 

△一聽是尤家的人，柳湘蓮回過身來殷切地詢問 

柳湘蓮：尤家？莫非是三姐拜託妳來的嗎？ 

△秋桐已耐不住上前搶話，恨不得一鼓腦兒把目的說完趕緊離開 

秋 桐：拜託？哼！那有這好禮的代誌，是她命令阮來的。 

柳湘蓮：命令？（不解） 

△王熙鳳見柳湘蓮有反應，反而開始演起苦肉計，一反嫻淑地說 

王熙鳳：沒啦！柳壯士，你麥聽秋桐胡八講，尤姑娘只是有孕在身，沒方便來， 

（忽然悲從中，淚水直流）所以⋯⋯嗚嗚⋯⋯ 

△秋桐見狀也趕緊陪著流淚，柳湘蓮見兩人都哭了，又聽得一頭霧水 

柳湘蓮：有孕在身？這是怎樣一回事？！ 

秋 桐：柳相公，（哽咽）不知阮鳳奶奶多委屈，堂堂一個賈府的少奶奶，竟然要受人差 

教，那個尤姑娘實在是⋯⋯嗚⋯⋯ 

柳湘蓮：這⋯⋯（懷疑，不相信狀）應該是沒可能，三姐伊雖然個性倔強、活潑外向， 

但是她是一個善良的查某囡仔，沒可能是你講的那種人， 

秋 桐：哎喲！柳相公你乎騙去囉！ 

      【唱：雜唸仔】 

       伊欺阮奶奶囤母未生，千方百計來獻妖媚， 

       勾引阮老爺甲伊生子來做誘餌，為得要掌權伊費盡心機。 

△王熙鳳在旁假哭委屈 

王熙鳳：怨我薄命不能生孕，不怪尤妹奪位只嘆阮夫君棄舊迎新， 

      從來富貴由天難由命，誰叫我出世未會擇得好時辰。 

△又哭泣，秋桐急忙安慰主子，二人見柳湘蓮有些懷疑，王熙鳳叫秋桐再加油添醋 

秋 桐：尤氏憑伊有身耀武揚威，入主賈府想要坐主位， 

       號令上上下下橫行霸道，無人敢應舌，誰人犯得伊就要吃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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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我秋桐生來好打不平，看不過惡人當道將人欺， 

       要我吞聲忍氣乖乖乎伊來做女婢，我甘願死死的卡歸去。 

△柳湘蓮聽他言不斷地說尤三姐的不是，雖對尤三姐堅信不二，也不禁心生些許懷疑 

柳湘蓮：聽他們言來暗懷疑，三姐不可能是失德之人， 

       莫非金錢沖昏來迷失，忘懷當初獄中贈劍的情誼，       

如果三姐若無失天真，為何這久攏無音訊， 

乎我獄中苦等，等無任何回應，只有每工的酷刑加身。 

△王熙鳳見柳湘蓮已受動搖，欲再加些絕情話，讓他們誤會加深 

王熙鳳：壯士在獄中多受苦，尤妹叫我前來甲你相照顧， 

要你珍惜自己不通行回頭路（故意話中帶話） 

擱卡不免（更不用）顧慮伊， 

影響你青雲路途。 

△柳湘蓮聞言忙反問 

柳湘蓮：伊甘沒講我受冤的苦情，甘沒代念阮獄中冰釋雙人淚流滿胸， 

       除非伊真正受富貴奢華的迷惑，要斷我柳某婚姻的誓盟。  

△秋桐又再胡亂批評一番，見柳湘蓮八成已上當了 

秋 桐：（白）柳公子！你甘擱看未清？！ 

 （唱）尤氏已嫁阮老爺做細姨，閹雞反奪鳳凰居， 

       宛如武則天威風凜凜，府中無人不怕伊。 

       伊腹中的囝仔將落地，這是阮老爺的頭一胎， 

       愛富貴全憑這賈家的骨血， 

（白）柳公子啊！（反諷）你無厝無宅，無財無勢，又是一個戲子， 

（唱）怎可能嫁你這個浪子，四界去憨憨旋。 

△柳湘蓮聞聽說尤三姐如此跋扈，又身懷有孕，忽覺被尤三姐欺暪，悲憤從中來 

柳湘蓮：【唱：七字調快板】 

       聞言猶如夢初醒，怪我識人太不清， 

       竟將魑魅當仙來尊敬，空負滿腹的深情，。 

       誰說真愛金石堅？誰說你我有三生緣？ 

       笑我無知自作自賤，笑我癡情苦等若瘋顛。     

       哈⋯⋯哈⋯⋯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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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柳湘蓮自怨自艾，自我恥笑，忽狂然大笑起來，王熙鳳和秋桐在旁看得不禁毛骨聳然 

王熙鳳：柳壯士，可能是一場的誤會，你不通激動啊！ 

△看秋桐帶來的酒菜，欲改變話題再引柳湘蓮上當 

王熙鳳：你看這是尤妹妹親手煮的東西，是她叫我特別送來乎你吃的。 

秋 桐：啊，對啦！是尤姑娘親自料理的呢！嗯！還香噴噴呢！柳相公緊來吃啦！ 

好歹嘛是伊一片的好心。 

柳湘蓮：（灰心狀）哼！人若無心，要這世俗的東西要做什麼！麻煩你們拿回去，替我多謝 

那位新貴人（言帶諷刺）。 

王熙鳳：柳壯士，你多減吃一點，尤妹妹有交待我，要我代替伊甲你飲一杯水酒， 

聊表伊的心意。 

△秋桐也勸柳湘蓮吃酒菜 

秋 桐：柳相公，人生海海，能凍看開就看開，你看你，你在獄中這麼艱苦，吃不好， 

睡也不好，歸去趁這個機會來一個一醉解千愁，我秋桐嘛陪你飲一杯，來！  

△拿酒給湘蓮 

王熙鳳：是啦！這酒菜是尤妹妹特別為你準備的，可見她對你也是有情有意， 

你就收下她的心意吧！ 

△柳湘蓮望著舊情人託人帶來的斷情酒菜不覺唏噓 

柳湘蓮：多謝兩位的苦勸，在下就敬領囉！（領過酒杯，望著酒深嘆）哎！這酒對我來講，

真猶如是穿腸毒藥！  

△柳湘蓮無心一句毒藥，引得二人心慌意亂，直瞪瞪柳湘蓮將酒飲下 

王熙鳳：柳壯士，我⋯⋯（王熙鳳慢條斯里也酙上一杯酒）我嘛代替阮尤妹妹敬飲一杯， 

她若有不是，我替她道歉，請！ 

△慢慢將酒送到嘴邊，此時柳湘蓮肚中忽覺疼痛，忙喝止王熙鳳飲酒 

柳湘蓮：且慢！(將酒打掉)這⋯⋯這酒中有毒。 

秋 桐：（秋桐連忙大叫）哎呀！有夠狠毒的查某，竟然利用這毒酒， 

要來害柳相公甲阮鳳奶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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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熙鳳：（王熙鳳也呼天喊地叫了起來）天啊！我對伊已經百般退讓囉，伊竟然還不放我干休， 

△此時柳湘蓮腹中疼痛非常 

王熙鳳：柳壯士、柳壯士！你是按怎啊！ 

柳湘蓮：哎呀！  

      【唱：新慢頭】 

        腹中絞痛腸翻覆， 

△柳湘蓮疼痛地在地上翻滾 

喉乾欲嘔嘴根苦， 

        賤人果然變心腸，逼我走上黃泉路。 

△中了酒毒，柳湘蓮徹底絕望，完全相信尤三姐已全然變心，心灰意冷 

       【轉唱：哭墳】 

         魂斷夢迴淚多少，燕音芳影常纏繞， 

         如今覺醒情看透，千愛難抵毒藥毒。 

△又一陣腹絞痛，王熙鳳秋桐直嚷呼救人，獄卒聞聲急忙趕來 

王熙鳳、秋桐：來人啊！來人啊！救人喔！ 

獄 卒：發生什麼代誌？柳湘蓮你怎麼了？你怎麼了？ 

柳湘蓮：我⋯⋯我⋯⋯  

王熙鳳：柳壯士！柳壯士！你是按怎？ 

△忙亂中，王熙鳳示意柳湘蓮趁機逃獄) 

獄 卒：你是按怎？你是按怎？ 

柳湘蓮：走！(將獄卒推打開、逃走) 

△秋桐忙去扶倒在地的獄卒，反而故意踩其衣服，妨礙獄卒追趕犯人 

獄 卒：來人啊！人犯逃走了！人犯逃走了！ (獄卒呼喊而下) 

秋 桐：柳壯士！柳壯士！ 

△轉身滿臉擔心地問 

秋 桐：鳳奶奶，這毒甘有要緊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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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熙鳳：哼！藥性我是放不多，一時間不會死人。 

秋 桐：（擔心）不過我看他很甘苦⋯ 

王熙鳳：哼！那是巴豆以及泄藥仔在作用，沒按咧，他腹肚那會痛。 

△霍然明白，反驚為喜 

秋 桐：今好囉！這聲，柳湘蓮對尤三姐誤會是結結結（打死結），她是三條溪仔嘛洗不清 

囉！鳳奶奶，妳這一招真妙啊！ 

兩人：哈⋯⋯ 

△ 二人詭計得逞，相視而笑 

△ 暗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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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場 情斷 

人物：尤二姐、尤三姐、王熙鳳、秋桐、柳湘蓮、賈璉、院子 

場景：賈璉府中尤二臥房 

△尤二姐腹痛將分娩，尤三姐扶著尤二見四處尋無一人來幫忙，急如鍋上螞蟻 

OS.：【唱：下凡】 

      十月懷胎將臨盆，四處呼喚無人問， 

      二姐痛疼暗吞忍，急煞三姐心如焚。 

△將尤二姐安置在臥牀上，傳來陣陣尤二姐疼痛叫喊聲 

尤三姐：【唱：下凡】 

      眼看孩兒將分娩，有心無能也枉然， 

      心亂如麻似火熱，祈求平安唯蒼天。  

（白）這是要怎樣才好？這是要怎樣才好？ 

△見王熙鳳和秋桐慢條斯理進入，尤三姐忙上前詢問 

尤三姐：璉二嫂你們是去刀位（哪裡）？阮姐要生了，整個府內怎都沒人來照顧？ 

王熙鳳：哎呀！真不巧！老祖宗今天要辦宴席，我調幾個人去那邊鬥相工(幫忙)， 

（假著急）哎喲！現在妹妹就要生了，也無人甲伊接生，只好⋯⋯只好靠咱自己了！ 

尤三姐：咱？（一臉疑惑） 

秋 桐：是啦！三小姐！接生也不是多困難的代誌，不要緊啦！也不三小姐妳先去⋯⋯ 

後院拿些柴，擱去西院後尾園去拿大面盆，擱去東邊廚房燒熱水， 

擱去張媽住的所在拿些大面布，等熱水燒好，才捧來通用。 

△故意支使尤三姐東跑西奔、二人暗自竊喜 

尤三姐：這⋯⋯ 

王熙鳳：三妹！只好委屈妳了。 

△尤三姐見尤二姐叫喊不忍，又見此二人無關緊要的樣子，決心扛起大任 

尤三姐：好！我去！ 

△尤三姐下場，尤二姐痛疼直呼叫，王熙鳳聽得厭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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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熙鳳：哎（叫）甲大小聲，是驚人不知影伊要生子是否！ 

秋 桐：尤二姐！妳不免在那裡要死要活，妳甲我死出來！（硬拉二姐出帳） 

△尤二姐見兩人在此，忙向其求助 

尤二姐：鳳姐姐、秋姐姐！我⋯⋯腹肚痛疼難當，可能⋯⋯是要臨盆了。 

王熙鳳：（假緊張）要臨盆了？緊！妹妹！緊這坐。⋯⋯（扶二姐坐下） 

△秋桐倒厭煩地嘲諷尤二姐 

秋 桐：尤二姐！誰人不知妳甲張華已經訂親了，這腹肚內的孩子，甘是阮二爺的？ 

尤二姐：秋姐姐！妳⋯⋯妳講這是什麼話？！ 

秋 桐：哼！阮這裡是名門府宅，妳不通甲外口的雜種仔子生在府內！ 

尤二姐：妳！⋯⋯ 

△尤二姐又氣又痛，直無法和秋桐爭論，王熙鳳在旁搧風點火 

王熙鳳：秋桐，妳講話嘛卡細膩點（小心點），若得罪得人，人家是要打妳的。（話中有話） 

秋 桐：打我？憑伊？ 

王熙鳳：我是講伊未來的後生。 

△話說到重點，秋桐難耐妒意 

秋 桐：哼！不免等以後，我現在就甲摃甲未生！ 

△拿竹條亂打向尤二姐，尤二姐被打，並打中腹部，痛得大叫，此時尤三姐捧水進入， 

見尤二姐倒在地上 

王熙鳳：（假意緊張）三妹！緊！妳姐姐要生了！ 

尤三姐：姐姐！姐姐！  

△將尤二姐扶入帳中，秋桐隨手拿把剪刀給尤三姐。 

秋 桐：三小姐，這剪刀乎妳。 

△一陣慌亂叫喊後，忽生一陣孩子哭聲 

尤三姐：生了！生了！姐姐妳生一個查甫囝仔。（王熙鳳、秋桐驚） 

王熙鳳：太好了！太好了！阮二爺終也有後生了！ 

（王熙鳳假高興再叫尤三去燒水，好支開尤三姐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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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熙鳳：三妹！擱麻煩妳擱去燒一桶熱水，通甲囝仔洗身軀。 

尤三姐：好！我現在就來去。（尤三姐下） 

△ 王熙鳳示意秋桐將孩子抱過來，秋桐將孩子抱給熙鳳 

△ 秋桐覺得不妙 

秋 桐：鳳奶奶，是查甫仔呢！ 

王熙鳳：（王熙鳳反問）這囝仔怎麼不啼不哭？是不是死胎啊？！ 

秋 桐：沒啦！這囝仔好好啊！ 

△見秋桐不解其意，沒好氣，叫秋桐將孩子抱過來 

王熙鳳：笨桶！我來！ 

△ 接過孩子，又打又掐，孩子大哭 

王熙鳳：喔！是活的。 

△尤二姐在牀上聽到孩子的哭叫聲，拖著身子起身走出 

尤二姐：鳳姐姐！為什麼我的囝仔，怎麼會哭得這麼厲害？（出帳） 

王熙鳳：妹妹！人講囝仔若哭愈大聲，就愈好育養。 

△尤二姐不忍孩子哭聲，欲抱回孩子 

尤二姐：鳳姐姐！請妳將囝仔抱還我！ 

秋 桐：怎樣？妳叫是(以為)妳生得查甫仔就囂張是否？！（叫囂生氣狀） 

王熙鳳：好啦！（酸）後生是伊生的，人家要抱，妳會凍不乎人是否！秋桐，抱過還伊。 

（秋桐接過孩子） 

秋 桐：喂！囝仔還妳！ 

△秋桐將孩子欲抱還給尤二姐，王熙鳳忽頂秋桐肩膀，孩子摔落地，尤二姐大叫 

尤二姐：哎呀！【唱：散板】 

     眼觀姣兒跌落土，肝腸寸斷哭嗚呼， 

      我子那通入酆都，為娘不甘心悲苦。 

      （白）我的子！我的子！⋯⋯（哭） 

王熙鳳：秋桐！妳怎麼連一個囝仔攏抱不好！今好啊！孩子不哎換伊哎呀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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尤二姐：妳還我的子來！還我的子來！ 

△尤二姐搥打秋桐、適尤三姐進入 

尤三姐：姐姐！是發生什麼代誌？！ 

△尤二抱著孩子，指著秋桐 

尤二姐：三妹！我的子，我的子乎伊摔死了！ 

尤三姐：什麼？！ 

秋 桐：妳是講什麼瘋話啊！明明是妳自己囝仔抱不好，害囝仔摔死是要怪什麼人！ 

    （推得一乾二淨） 

△尤三姐不甘勢弱也上前硬碰硬地質問 

尤三姐：秋桐！妳不通欺侮我姐軟弱，到底囝仔是按怎死的？妳照實講！ 

秋 桐：（反怒）妳是兇什麼！囝仔是我摔的又擱是按怎？妳這狐狸精（推開尤三姐，直指尤

二姐）不知在刀位甲人有的雜種仔子，想要冒充是阮二爺的後生，哼！眠夢啦！ 

阮沒那麼傻啦！ 

尤二姐：妳不通含血噴人！ 

秋 桐：哼！事實擺在眼前啊！妳還沒過府就先有身，不是先去討客兄，才來誘拐阮老爺，

也沒是按怎？！ 

△尤三姐氣不過沒等秋桐說完，一巴掌便過去 

尤三姐：可惡！ 

      【唱：七字快板】 

        女人名節珍如玉，不該無名惡中傷， 

        侮辱姐已不可原諒，又害死甥兒毒心腸， 

        我難忍心頭一把火，要妳賤婢命來賠， 

        天降大禍由我頂罪，鴛鴦劍下妳有死無回。 

△ 下場，回房中取劍，尤二姐抱著孩子直哭 

△ 王熙鳳在旁冷眼旁觀三個女人吵架，此時才發聲勸和 

王熙鳳：好了！好了！也不是多大的代誌鬧甲按咧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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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妹妹！不通傷心了，擱哭是會傷身體的，來這藥仔飲下，一切就攏好了！ 

△王熙鳳扶尤二姐坐下，將孩子屍體放在床上，再端起早預備好的一碗藥湯給尤二 

尤二姐：鳳姐姐！這是⋯⋯ 

王熙鳳：是安神藥仔，是秋桐特別為妳煮的。 

尤二姐：秋桐？（疑惑） 

秋 桐：是啊！尤二姐，妳緊飲，飲完就未擱再破病了！（二人相視冷笑） 

王熙鳳：秋桐，妳講不對了，是無機會擱破病了！ 

△尤二此時才明白，這二個女人存心不良 

尤二姐：妳們！這⋯⋯ 

王熙鳳：這是特別為妳調配的，阮這府中有一個規定，若是少年婦人懷孕，頭一胎是死胎，

是真歹吉調，若傳去老祖宗那裡，老祖宗是會降罪的，為免阮二爺為妳受責備， 

妳還是自我了結吧！ 

尤二姐：我不是生死胎！這囝仔分明是妳們兩個摔死的！ 

王熙鳳：死胎就死胎，講阮摔死！誰看到？妳還是乖乖的喝這碗湯吧！ 

△尤二姐跪下哭求王熙鳳 

尤二姐：鳳奶奶！我甲妳無怨無仇，妳為什麼要來逼我？我的子已經被妳們害死了， 

甘講妳連我嘛不要放我煞，求妳乎我一條生路！ 

王熙鳳：（王熙鳳露出真面目，說出心中真話）生路？妳好膽敢誘拐阮老爺，甲阮老爺生後生，

就沒顧慮我這個大某的生死，我擱管妳生死作啥！秋桐，叫伊喝！ 

尤二姐：我不喝！我不喝！ 

秋 桐：不喝！看我的！（秋桐接過湯藥）尤二姐，這碗藥妳甲恁祖媽喝下！ 

若不喝，我是要用灌的喔！ 

△逼尤二姐喝藥 

王熙鳳：秋桐，別甲灌，乎伊自己喝！ 

秋 桐：喝！喝！喝！ 

△尤二姐拒絕喝藥，被兩人強行拉住，王熙鳳抓著尤二姐頭髮，秋桐灌藥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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尤二姐被逼喝下藥湯，此時尤三持劍進入，見狀喝叫 

尤三姐：妳們這是在作啥？妳們甲阮姐姐灌什麼？！ 

秋 桐：安神藥湯，從今以後伊就沒病沒痛，也不會哎囉！ 

尤三姐：什麼？！姐姐！ 

尤二姐：三妹，妳緊走，別管我了。 

尤三姐：姐姐！他們到底乎妳飲什麼？（哭著直問尤二姐） 

尤二姐：三妹！（手握尤三姐，深感悔意）為姐真後悔，後悔沒聽妳的苦勸，嫁乎賈璉； 

後悔沒為咱們的母親報仇；後悔沒提出勇氣抵抗惡勢力；後悔為求安逸的生活， 

隨波逐流，才落甲這種後果，妳說得對，幸福要自己去追求， 

△此時尤二姐忽覺此地非久留之地，怕尤三再遭毒手 

尤二姐：三妹！走！愈遠愈好！為姐要去陰司地府甲母親作伴了！（大叫）母親！ 

（尤二姐倒地而死） 

尤三姐：姐姐！（抱著尤二姐的屍體直哭） 

△此時家院進門稟報 

家 院：稟鳳奶奶！外面有一個瘋漢，鬧講要見尤二奶奶。 

△王熙鳳想一定是柳湘蓮，忙叫秋桐 

王熙鳳：瘋漢？！秋桐，妳去看看。（示意將柳湘蓮帶到此地） 

秋 桐：是。（知意下） 

尤三姐：（哭）姐姐！ 

△將尤二姐扶回帳中，手抱孩子，秋桐引柳湘蓮上 

秋 桐：柳公子！你來甲真剛好，尤氏才剛生子完呢！ 

△柳湘蓮衝入房間，見尤三姐手抱孩子不禁大怒 

柳湘蓮：賤人！（打尤三姐一巴掌） 

【唱：四空仔】 

  罵聲賤人、賤人無廉恥， 

令人懊惱令人氣，將我戲弄將我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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尤三姐：忽見柳郎，柳郎來到止， 

      心中悲喜兩交纏，你怒氣沖天因何起？ 

柳湘蓮：哼！妳麥擱自欺欺人！ 

      【唱：都馬調中板】 

        我錯將破銅當金藏，錯將惡梟當鳳凰， 

       怪我青眠乎人笑傻，怪我不識女人心肝毒如狼。 

△尤三姐不解柳湘蓮為何怒氣相向 

尤三姐：柳郎何故出此言？為何氣沖如斗怒氣萬千？ 

      甘講我做出何事令你生厭？甘講我行為不端出口不賢？ 

柳湘蓮：我問妳，妳為何住在賈府內？ 

我問妳，妳懷中懷抱誰人的嬰孩？ 

       我問妳，妳為何到今無報母仇，該也不該？ 

       我問妳，妳甘知我獄中苦等，等無妳來。 

尤三姐：我為二姐不得已才住在賈府內， 

懷中的孩兒也是賈府初生的小兒孩， 

為要報仇雪恨我吞聲忍氣苦苦等待， 

（夾白）思念柳郎，我飯水不想茶湯不知。 

柳湘蓮：當真？ 

尤三姐：當真。 

柳湘蓮：是實？ 

尤三姐：哪有騙你啦。 

柳湘蓮：哼！胡說！ 

 （唱）妳為攀龍附鳳才搬入賈府內， 

妳為爭權奪位利用這賈府之胎， 

妳迷失在這玉宇紅樓，清白不再， 

甘願浸在金屋之中受富貴主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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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尤三姐明白柳湘蓮是誤會她的清白忙解釋 

尤三姐：我雖居賈府這污穢之地，可也是掃盡鉛華潔如清溪， 

蜚語流言好弄人長短， 

我全然堅守諾言，宛如當初。 

柳湘蓮：有道是近朱者赤墨者黑，妳是清是濁我不糊塗， 

我步已踏差不可一錯再錯，「散唱」還我寶劍妳我各分兩途。 

尤三姐：你⋯⋯哼！ 

△尤三姐平白受辱氣憤填膺 

尤三姐：白蓮出污而不染，清風可比高山岩， 

       我潔身無瑕不怕人打探，管伊賈家污濁來相參 

△柳湘蓮發出恥笑之聲反諷尤三姐 

柳湘蓮：哈⋯⋯.【唱：七字調快板】 

若說榮寧二府的惡名是通人知， 

可說是用臭溝底的爛土在糊門牌，     

賈家若有清氣代，（白）哼哼！！（譏笑狀） 

（唱）只有門前那對白石獅。       

△尤三姐見柳湘蓮對自己的誤會已無可挽回，傷心欲絕 

尤三姐：柳郎啊！柳郎！ 

       我知影我講什麼，你攏不相信，我白白布乎人染甲黑，空嘴薄舌，講什麼攏沒路用，

如今我母親被殺，二姐也走了，唯一的希望也破滅了，世上已無通留戀的，這鴛鴦

劍是我這段時間唯一的倚靠，我願意還你，希望你另娶一個擱卡賢淑的女子。 

【唱：吟詩清唱】 

   還君寶劍雙淚垂，心中痛楚如針煨， 

   願君此去能如意，莫將三姐掛心扉。 

請！ 

△將劍還給柳湘蓮，柳剛握住劍鞘，尤三姐拔出劍往腹中一插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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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湘蓮：（大叫）三姐！三姐！（忙扶住尤三姐） 

尤三姐：柳郎！我⋯⋯我是清白的⋯⋯ 

柳湘蓮：我知影！我知影！三姐，卡振作的！ 

△柳湘蓮見尤三自吻以示清白，這非其願見之事，忙抱住三姐，悔恨不已 

賈 璉：夫人！夫人⋯⋯ 

△此時賈璉自外回，欲知尤二姐生產情形，見屋內情況大驚 

賈 璉：柳湘蓮！三妹！這是？⋯⋯ 

△王熙鳳不等賈璉問話，忙叫賈璉看孩子及尤二姐的屍體 

王熙鳳：老爺，先別管他們，你緊來看，孩子甲尤妹妹攏死了！ 

賈 璉：（慌亂不信）怎麼會這樣？！ 

△王熙鳳將所有罪名全推到秋桐身上 

王熙鳳：這攏是秋桐伊嫉妒尤妹妹太得寵，所以不才毒死尤二姐，擱將孩子摔死！ 

柳湘蓮：尤二姐？（忽聽是尤二姐，柳湘蓮充滿疑惑） 

賈 璉：什麼！好狠毒的查某！來啊！將秋桐押下去，送官府嚴辦！ 

家 院：是。（抓住秋桐） 

△秋桐大驚，此時才知中了王熙鳳的毒計 

秋 桐：好啊！王熙鳳！妳竟然利用我借刀殺人！ 

△不由得秋桐分說，忙叫人將其帶下 

王熙鳳：妳胡八講什麼！押下去！（一干人全下場） 

△柳湘蓮叫住王熙鳳問究竟 

柳湘蓮：少奶奶！妳講嫁乎甲璉的人到底是啥人？！ 

王熙鳳：（回身冷笑）傻呆！當然是尤二姐啊！我抵時講過是你這個尤三姐啊？哈！哈！ 

哈⋯⋯（下） 

OS.：【唱：背思頭】 

      山崩地裂雷擊頂， 

△此時柳湘蓮終於知道他也中計了，望著懷中垂死的愛人悔恨不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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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湘蓮：三姐，我錯了！我錯了！卡振作啊！ 

△尤三姐含淚帶著笑意用虛弱的聲音唱出最後一句 

尤三姐：柳郎！【唱：吟詩清唱】 

       莫將三姐掛心扉。     （死於柳湘蓮懷中） 

柳湘蓮：娘子！【唱：大哭】 

      叫聲三姐我好賢妻， 

△抱著尤三姐屍體淚流滿面 

心疼眼淚痛心扉， 

害卿而死我感慚愧，從此鴛鴦兩分飛。 

我妻！三姐啊！  

OS【唱：艋舺雨】 

       無情風雨摧落土，紅顏獨上黃泉路， 

       鴛鴦劍斷情難補，秋雨紅樓綿綿雨。 

 

△此時背景音樂及雨聲交接而下，柳湘蓮抱心愛人的屍體，感屬那漸流失的體溫，心痛不已，

悔恨交加，拿起訂情鴛鴦劍將其毀斷，在雨中抱起尤三走出賈府，走出污穢，但也自此，

柳湘蓮也走向人生永遠的黑暗，永遠的遺憾（暗燈） 

 

－ 本劇終 － 


